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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Embodiment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relate to a downlink transmission control method, a user equipment, and a net -
work device. The downlink transmission control method comprises: receiving at least two reference signals sent by a network device
for measurement; acquiring at least two groups of channel statistics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at least two reference signals for
measurement; receiving control signaling sent by the network device, the control signal carrying information for indicating a refer
ence signal for demodulation; and determining, from the at least two grou s of channel statistics information, a group of channel
statistics informa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information that i s carried in the control signaling and i s used for indicating the reference
signal for demod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embodiment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channel statistics information used when a down
link signal i s demodulated i s notified to the U E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indicating the reference signal for demodulation, thereby
saving signaling over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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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本发 明实施例涉及下行传输控制方法 、用户设备和 网络设备 。下行传输控制方法包括 ：接收 网络设备发送 的
至少两个用于测量 的参考信号 ；根据所述至少两个用于测量 的参考信号获取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接收所
述 网络设备发送 的控制信令 ，其 中所述控制信令携带用于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 的信息；从所述至少两个
信道统计信 息中，确 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带 的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对应 的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通过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 的信 息 ，向 U E 通知解调下行信号时所用 的信道统计
信息，节省 了信令开销 。



下行传输控制方法、用户设备 和 网络设备

技术领域

本发 明实施例涉及无线通信领域 ，更具体地说 ，涉及下行传输控制方法、

用户设备和 网络设备 。

背景技 术

在 目前 的 网络 通 信 中 ，采 用 了异 构 网络技 术和 CoMP ( Coordinated

Multiple Point transmission/reception ,协作 多点发送/接 收 )技 术 ,使得 UE( User

Equipment, 用户设备 ）可 能与不 同的 网络设备 进行通信 。例如在异构 网络

中，网络设备 1 和 网络设备 2 具有 不 同的发送功率 ，因此就对应 不 同的覆盖

范围，且 网络设备 1 的覆盖 范围涵盖 了网络设备 2 的覆盖 范围。如果 UE2

受到 网络设备 2 服务 ，当网络设备 2 发送信 号给 UE2 的时候 ，若 网络设备 1

使用相 同的资源 （例如相 同的物理 资源块 ）发送信号给 UE1 , 由于 UE2 同

样在 网络设备 1 的覆盖 范围之 内，则 网络设备 1 发送 的信号会对 UE2 接 收

网络设备 2 的信号造成强干扰 。当网络设备 2 发送信号给 UE2 的时候 ，若

网络设备 1 不发送信号则不会对 UE2 接 收 网络设备 的信 号造成强干扰 。

因此 ，对于 UE2 来说 ，就 出现 了存在 网络设备 1 的强干扰和不存在这样 的

强干扰 的情况 ，由于这 两种情况的干扰 不 同，就分别对应 两种信道统计信 息。

另一个例子是在 CoMP 场景下 ，网络设备 1 和 网络设备 2 具有 不 同的发

送功率 ，因此就对应 不 同的覆盖 范围，且 网络设备 1 的覆盖 范围涵盖 了网络

设备 2 的覆盖 范围。如果在第一时刻 ，网络设备 1 向 UE 发送下行信号而 网

络设备 2 不发送 。在第二 时刻 ，网络设备 2 向 UE 发送下行信号而 网络设备

1 不发送；或者 ，网络设备 1 和 网络设备 2 同时向 UE 发送下行信 号。对 于

这些情况，由于 UE 接 收的下行信 号对应 不 同的发送源，同样对应 不 同的信

道统计信 息。

在这些应用场景 中，确定调度方案 的一方是 网络设备 ，网络设备 不需将

UE 所处的场景通知 UE, 因此 UE 并不知道应该使用什 么信道统计信 息来解

调接 收到的下行信号 。

发 明 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提 出了一种下行传输控制方法，利用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

来指示 UE 所使用的信道统计信 息，可以大幅度地节省信令开销 。

第一方面，本发 明实施例提 出了一种下行传输控制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接 收 网络设备发送的至少两个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

根据所述至少两个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获取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

接收所述 网络设备发送的控制信令 ，其 中所述控制信令携带用于指示用

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

从所述至少两个信道统计信 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带的所述指

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对应 的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在所述从所述至少两个信

道统计信 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带的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

的信 息对应 的信道统计信 息之前 ，所述方法 包括：

获取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 号的信 息与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的对应

关系；

所述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带的所

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对应 的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具体 包括：

根据所述对应 关系，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

信令 中携 带的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 号的信 息对应 的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中，所述根据所述至少两个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获取至少两组信道

统计信 息，包括：

接收 网络设备发送的第一信令 ，其 中所述第一信令携带第一指示信 息，

所述第一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用户设备 UE 根据全部或者部分所述用于测量的

参考信号获取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第一方面的第一和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用于获取所述信道

统计信 息所使用的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的数 目。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第一方面的第一至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通过信号标识来编号 ，所述第

一信令携带第二指示信 息，所述第二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信号标识 ，用于指示



所述 UE 根据所述第二指示信 息中的所述信号标识对应 的所述用于测量的参

考信号来获取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第一方面的第一至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获取所述用于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与所

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的对应 关系，包括：

接收所述 网络设备发送的第二信令 ，其 中所述第二信令携带用于指示所

述对应 关系的信 息。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第一方面的第一至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获取所述用于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与所

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的对应 关系，包括：

获取预设在 UE 中的所述用于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与所述信

道统计信 息的对应 关系。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第一方面的第一至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七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在所述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中，确定与所述控

制信令 中携 带的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对应 的一组信道统计

信 息之前 ，所述方法还 包括：

接收 网络设备发送的第三信令 ，其 中所述第三信令 包括使 能指示信 息，

其 中所述使 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中，

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 带的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对应 的

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

第二方面，本发 明实施例提 出了一种下行传输控制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向用户设备 UE 发送至少两个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以便所述 UE 根据

所述至少两个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获取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

向所述 UE 发送控制信令 ，其 中所述控制信令携 带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

信号的信 息，其 中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从

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带的所述指示用于

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对应 的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

结合第二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在所述向所述 UE 发送控

制信令之前 ，所述方法还 包括：

向所述 UE 发送第一信令 ，其 中所述第一信令携 带第一指示信 息，所述

第一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根据全部或者部分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



获取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

结合第二方面或者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用于获取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所使用的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的数 目。

结合第二方面或者第二方面的第一和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

向所述 UE 发送第二信令 ，其 中所述第二信令携 带第三信 息，所述第三

信 息用于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与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的对应 关系。
结合第二方面或者第二方面的第一至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在所述向所述 UE 发送第二信令之前 ，所述方法还 包括：

向所述 UE 发送第三信令 ，其 中所述第三信令 包括使 能指示信 息，其 中

所述使 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接 收所述第二信令并根据所述第二信令

携带的第三信 息来获取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

第三方面，本发 明实施例提 出了一种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 包括 ：

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 网络设备发送的至少两个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

获取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至少两个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获取至少两组信

道统计信 息；

所述接收单元还用于接 收所述 网络设备发送的控制信令 ，其 中所述控制

信令携 带用于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

确定单元 ，用于从所述至少两个信道统计信 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带的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对应 的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

结合第三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获取单元还用于获取

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与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的对应 关系，

所述确定单元还用于根据所述对应 关系，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

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 带的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对应

的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

第四方面，本发 明实施例提 出了一种 网络设备 ，所述 网络设备 包括 ：

发送单元 ，用于向用户设备 UE 发送至少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 ，以便所

述 UE 根据所述至少两个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获取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

所述发送单元还用于向所述 UE 发送控制信令 ，其 中所述控制信令携 带

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其 中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



用于指示所述 UE 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

携带的所述指示用于解调的参考信号的信息对应的一组信道统计信息；

处理单元 ，用于确定指示用于解调的参考信号的信息与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的对应关系，

所述发送单元还用于向所述 UE 发送第二信令 ，其中所述第二信令携带

第三信息，所述第三信息用于指示所述用于解调的参考信号的信息与所述信

道统计信息的对应关系。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通过指示用于解调的参考信号的信息，向 UE 通知

解调下行信号时所用的信道统计信息，节省 了信令开销 。

附图说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有技

术描述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 筒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

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在不付 出创造

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图 1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下行传输控制方法的示意流程 图；

图 2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方法的示意流程 图；

图 3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用户设备的示意结构图；

图 4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网络设备的示意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

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没有作 出创

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在本发明实施例 中，向 UE 发送下行信号的网路设备可以实现为基站

( Base Station, 筒称 BS )、接入点 （Access Point, 筒称 A P )、远端无线设备

( Remote Radio Equipment, 筒称 RRE )、远端无线端 口（Remote Radio Head,

筒称 RRH )、远端无线单元（Remote Radio Unit, 筒称 RRU )、中继节点（Relay

node ) 等。网络设备与小区的关系不限，可以是一个网络设备对应一个或多

个小区，也可以是一个小区对应一个或多个网络设备 。



图 1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下行传输控制方法的示意流程 图。如 图 1 所

示，方法 100 包括：

110: 接收网络设备发送的至少两个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

120: 根据所述至少两个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获取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

130: 接收所述 网络设备发送的控制信令 ，其 中所述控制信令携带用于

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

140: 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带的

所述指示用于解调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对应的一组信道统计信息。

信号解调过程 中，UE 需要根据 网络设备发送的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来获得

信道统计信息。

这里 所 述 的用 于测量 的参 考信 号例如 包括 CSI-RS ( Channel Status

Information Reference Signal , 信 道状 态信 息参考信 号 )、CRS ( Common

Reference Signal, 公共参考信号 ）等 ，本发明实施例并不对用于测量的参考

信号进行限制。以下描述 中，以 CSI-RS 作为例子进行说明。

这里所述的信道统计信息，可以包括信道的时延扩展信息、多普勒扩展

信息、定时偏差信息、频率偏差信息、信干噪比信息、干扰协方差信 息和功

率语信 息等。在下行信号的解调过程 中，可能根据情况需要使用这些信道统

计信息至少其 中一项。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理解 ，根据一个测量参考信号可

以获取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该组信道统计信息可以包括上述这些信道统计信

息至少一项。

这 里 所 述 的用 于解 调 的 参 考 信 号 例 如 包括 DMRS ( Demodulation

Reference Signal, 解调参考信号 )、CRS ( Common Reference Signal , 公共参

考信号 ）等，本发明并不对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进行限制。在以下描述 中，

以 DMRS 为例进行说明。

在 UE 接收到多个 CSI-RS 后 ，可 以 自行对全部或部分的 CSI-RS 进行测

量，以获取 多组信道统计信 息。

可选地 ，UE 可 以根据 网络设备 的指示来测量 CSI-RS, 以获取多组信道

统计信 息。例如 ，步骤 120 可 以具体 实现为：UE 接收网络设备发送的第一

信令 ，其 中第一信令携带第一指示信息，所述第一指示信息用于指示 UE 根



据全部或部分用于测量的参考信 号获取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例如 ，UE

接 收到 网络设备发送的 3 个 CSI-RS , 然后 UE 接 收 网络设备发送的第一信令 ，

第一信令 中的第一指示信 息指示 UE 测量全部 3 个 CSI-RS , 以获取 3 组信道

统计信 息；或者指示 UE 测量 2 个 CSI-RS , 以获取 2 组信道统计信 息。

可选 的，在一种应用场景下，UE 收到的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通过信号

标识来编号，例如 UE 接 收到 4 个 CSI-RS , 分别以 00、 01、 10、 11 作为信

号标识来表示这四个 CSI-RS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信令 中可以包括第二指

示信 息，所述第二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信号标识 ，用于指示所述 UE 根据所述

第二指示信 息 中的所述信 号标识对应 的所述用于测量 的参考信 号来获取所

述信道统计信 息。例如 ，第二指示信 息可以包括信号标识 00、 11 , 表 示 网络

设备指示 UE 通过测量第 1 个和第 4 个 CSI-RS 来获取信道统计信 息。

此后 ，在需要对下行信号进行解调 时，在步骤 130 中，UE 接 收到 网络

设备发送 的控制信令 ，该控制信令携 带用于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 号的信

息，例如该控制信令携 带指示 DMRS 的信 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指示 DMRS

的信 息可以是 网络设备 向 UE 发送 的 PDCCH ( Physical Downlink Control

Channel, 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所 包含 的 DMRS 比特位 的取值 。该比特位

的取值例如可以用于指示 UE 根据预设 的用于计算 DMRS 的序 列的初始值或

者用于确定初始化值 的参数 。UE 可以根据 DMRS 比特位 的取值 ，利用预设

的序列计算 DMRS 。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用于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 号的信 息还用于通知

UE 解调 下行信号时应该采用的信道统计信 息。例如 ，UE 可以根据 另一预设

的公 式 ，根据用于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例如根据 PDCCH 中

DMRS 比特位 的取值 ，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

令 中携 带的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对应 的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

例如确定与 DMRS 比特位 的取值对应 的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

可选地 ，用于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与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的对

应 关系可以预设在 网络设备和 UE 中，例如 DMRS 比特位 的取值与 CSI-RS

的对应 关系预设在 网络设备 中，获知 了用于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

与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的对应 关系，就可以获知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 带

的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对应 的信道统计信 息。举例来说 ，

DMRS 比特位取值为 0 时，表示采用第一个 CSI-RS 获取信道统计信 息，而



DMRS 比特位取值 为 1表 示采用第二个 CSI-RS 获取信道统计信 息。

可选地 ，网络设备可 以通过信令来通知 UE 该对应 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在步骤 140 之前 ，UE 可 以接 收 网络设备发送 的第二信令 ，其 中所述第二信

令携 带用于指示所述对应 关系的信 息。例如 ，指示所述对应 关系的信 息可 以

是 1 个指示比特 的取值 ，例如该指示 比特取值 为 0 , 表 示 DMRS 比特位取值

为 0 时 ，采用第一个 CSI-RS 获取信道统计信 息，而 DMRS 比特位取值 为 1

时，采用第二个 CSI-RS 获取信道统计信 息；而该指示 比特取值 为 1, 表 示

DMRS 比特位取值 为 0 时，采用第 2 个 CSI-RS 获取信道统计信 息，而 DMRS

比特位取值 为 1 时，采用第 1 个 CSI-RS 获取信道统计信 息。

根据 本发 明实施例 ，由于 网络结构 的变化 并不频繁 ，因此指示 DMRS

的信 息与 CSI-RS 之 间的对应 关 系，或者说 DMRS 比特位 的取值所对应 的信

道统计信 息不需要频繁 改变，即上述第一 、第二信令 不需要 频繁发送 ，而是

复用 PDCCH 中的 DMRS 比特位来确定解调 下行信 号所用 的信道统计信 息，

显著节省 了信令开销 。

可选地 ，网络设备可以通过信令通知 UE 采用本发 明实施例 的方法 100,

或者 不采用该方法。方法 100 可 以包括 步骤 ：UE 接 收 网络设备发送的第三

信令 ，其 中所述第三信令 包括使 能指示信 息，其 中所述使 能指示信 息用于指

示所述 UE 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 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 带的

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对应 的信道统计信 息。

例如在具体 的应用场景 中，对 于背景技术部分例述 的异构 网络来说 ，网

络设备 2 可 以向 UE 发送 2 组 CSI-RS ，其 中第 1 组对应 受到 网络设备 1 的强

干扰 的 ΤΉ ( Transmission Time Interval, 传输 时间间隔 ) ( 网络设备 1 在这

些 ΤΉ 中也发送信号 ）；第 2 组对应 不受到 网络设备 1 的强干扰 的 ΤΉ ( 网

络设备 1 在这些 ΤΉ 中不发送信号 ）。UE 根据这 2 组 CSI-RS 就 能分别获取

受到强干扰和不受到强干扰 的场景 中的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这样 ，网络设备

2 向 UE 发送 PDCCH, 为 UE 指 示 DMRS 信 息时，也可以通过该指示 DMRS

的信 息来指示 UE 使用第 1 或第 2 组 CSI-RS 对应 的信道统计信 息，例如若

网络设备 在第 n 个 TTI 向 UE 发 送 PDCCH, 在该 TTI 中，网络设备 1 也

发送 了信号 ，因此 网络设备 就可以在 PDCCH 包括 的 DMRS 信 息中指示

UE 使用第 1 组 CSI-RS 对应 的信道统计信 息，即强干扰情况下的信道统计信

息；若 网络设备 2 在第 n+1 个 ΤΉ 向 UE 发送 PDCCH, 在该 ΤΉ 中，网络



设备 1 没有发 送信 号 ，因此 网络设备 就可 以在 PDCCH 包括 的 DMRS 指 示

信 息 中指示 UE 使用第 2 组 CSI-RS 对应 的信 道统计信 息，即不存在 强干扰

的情况下的信 道统计信 息。由此 ，通过本发 明实施 例 的方法 ，就保证 了 UE

使 用 合 适 的信 道 统 计 信 息 来 解 调 网络 设 备 发 送 的 PDSCH ( Physical

Downlink Shared Channel, 物理 下行共 享信 道 ），从 而保证 了解调 性 能。

再例如对 于背景技 术 中例述 的 CoMP 场景来说 ，网络设备 可 以向 UE 发

送 2 组 CSI-RS , 其 中第 1 组 由网络设备 1 向 UE 发送 ，第 2 组 由网络设备 2

向 UE 发送 。若 网络设备 1 在第 n 个 ΤΉ 向 UE 发送 PDSCH, 因此就可 以在

PDCCH 中利用 DMRS 信 息指示 UE 使用第 1 组 CSI-RS 对应 的信道统计信

息；若 网络设备 2 在 第 n 个 ΤΉ 向 UE 发送 PDSCH , 因此就可 以在 PDCCH

中利用 DMRS 信 息指示 UE 使 用第 2 组 CSI-RS 对应 的信道统计信 息。由此 ，

通过本发 明实施例 的方法 ，就保证 了 UE 使用合适 的信 道统计信 息来解调 网

络设备发 送 的 PDSCH, 从 而保证 了解调 性 能。或者 ，网络设备 可 以向 UE

发送 2 组 CSI-RS, 其 中第 1 组 由网络设备 1 向 UE 发送 ，第 2 组 由网络设备

1 和 网络设备 共 同向 UE 发 送 。若 网络设备 1 在 第 n 个 ΤΉ 向 UE 发送

PDSCH, 则可 以在 PDCCH 中利用 DMRS 信 息指示 UE 使用第 1 组 CSI-RS

对应 的信道统计信 息；若 网络设备 1 和 网络设备 2 在 第 n 个 TTI 向 UE 发 送

PDSCH, 因此就可 以在 PDCCH 中利用 DMRS 信 息指示 UE 使用第 2 组

CSI-RS 对应 的信道统计信 息。由此 ，通过该方法 ，就保证 了 UE 使 用合适 的

信道状 态信 息来解调 网络设备发送 的 PDSCH, 从 而保证 了解调性 能。

以上是从 UE 的角度 出发 ，详 细阐述 了本发 明实施例 的方法的具体 实现

过程 。下面从 网络设备 的角度 出发 ，进一步阐述本发 明实施 例 的方法的具体

实现过程 。

图 2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方法的示意流程 图。如 图 2 所示 ，方法 200

包括 ：

210: 向用户设备 UE 发 送至少两个用于测量 的参考信 号 ，以便 所述 UE

根据所述至少两个用于测量 的参考信 号获取 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

220: 向所述 UE 发送控 制信令 ，其 中所述控制信令携 带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 号的信 息，其 中所述指 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 号的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 中，确定与所述控 制信令 中携 带的所述指

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 号 的信 息对应 的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在所述向所述 UE 发送控制信令之前 ，所述方法 200

还 包括 ：

向所述 UE 发送第一信令 ，其 中所述第一信令携带第一指示信 息，所述

第一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根据全部或者部分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

获取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所述第一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用于获取所述

信道统计信 息所使用的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的数 目。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通过信号标识来编号 ，所

述第一信令携 带第二指示信 息，所述第二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信号标识 ，用于

指示所述 UE 据所述第二指示信 息中的所述信号标识对应 的所述用于测量

的参考信号来获取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所述方法 200 还 包括：

向所述 UE 发送第二信令 ，其 中所述第二信令携带第三信 息，所述第三

信 息用于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与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的对应 关系。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在所述向所述 UE 发送第二信令之前 ，所述方法 200

还 包括 ：

向所述 UE 发送第三信令 ，其 中所述第三信令 包括使 能指示信 息，其 中

在所述使 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接 收所述第二信令并根据所述第二信

令携带的第三信 息来获取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 包括信道状态信 息参考信

号 CSI-RS 或者公共参考信号 CRS 。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所述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 包括解调参考信号 DMRS

或者公共参考信号 CRS 。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所述用于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包括生成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包括下列至少一项：信道的时延

扩展信 息、多普勒扩展信 息、定时偏差信 息、频率偏差信 息、信干噪比信 息、

干扰协方差信 息和功率语信 息。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通过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向 UE 通知

解调下行信号时所用的信道统计信 息，节省 了信令开销 。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 出了用于实现本发 明方法实施例 的用户设备 和 网络



设备。

图 3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用户设备的示意结构图。如图 3 所示，用户

设备 300 包括：

接收单元 310, 用于接收网络设备发送的至少两个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

获取单元 320, 用于根据所述至少两个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获取至少两

组信道统计信息；

所述接收单元 310 还用于接收所述网络设备发送的控制信令，其中所述

控制信令携带用于指示用于解调的参考信号的信息；

确定单元 330, 用于从所述至少两个信道统计信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

信令 中携带的所述指示用于解调的参考信号的信息对应的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所述获取单元 320 还用于获取所述指示用于解调的

参考信号的信息与所述信道统计信息的对应关系，

所述确定单元 330 还用于根据所述对应关系，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

信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中携带的所述指示用于解调的参考信号的信息

对应的一组信道统计信息。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所述获取单元 320 还用于接收网络设备发送的第一

信令，其中所述第一信令携带第一指示信息，所述第一指示信息用于指示用

户设备 UE 根据全部或者部分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获取至少两组信道统

计信息。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第一指示信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用于获取所述

信道统计信息所使用的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的数 目。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通过信号标识来编号，所
述第一信令携带第二指示信息，所述第二指示信息包括所述信号标识，用于

指示所述 UE 据所述第二指示信息中的所述信号标识对应的所述用于测量

的参考信号来获取所述信道统计信息。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所述获取单元 320 还用于接收所述网络设备发送的

第二信令，其中所述第二信令携带用于指示所述对应关系的信息。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所述获取单元 320 还用于获取预设在 UE 中的所述

指示用于解调的参考信号的信息与所述信道统计信息的对应关系。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确定单元 330 还用于接收网络设备发送的第三



信令 ，其 中所述第三信令 包括使 能指示信 息，其 中所述使 能指示信 息用于指

示所述 UE 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 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 带的

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对应 的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

图 4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 网络设备 的示意结构 图。如 图 4 所示 ，网络

设备 400 包括 ：

发送单元 410, 用于向用户设备 UE 发送至少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 ，以

便所述 UE 根据所述至少两个用于测量 的参考信号获取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

所述发送单元 410 还用于向所述 UE 发送控制信令 ，其 中所述控制信令

携 带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其 中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

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

令 中携 带的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对应 的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

处理单元 420, 用 于确定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 号的信 息与所述信道统

计信 息的对应 关系，

所述发送单元 410 还用于向所述 UE 发送第二信令 ，其 中所述第二信令

携 带第三信 息，所述第三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与所

述信道统计信 息的对应 关系。

中的所述对应 关系。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所述发送单元 410 还用于向所述 UE 发送第一信令 ，

其 中所述第一信令携 带第一指示信 息，所述第一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根据全部或者部分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 号获取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所述发送单元 410 还 用于向所述 UE 发送第三信令 ，

其 中所述第三信令 包括使 能指示信 息，其 中所述使 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接 收所述第二信令并根据所述第二信令携 带的第三信 息来获取所述信道

统计信 息。

图 5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用户设备 的结构示意 图。如 图所示 ，用

户设备 500 —般 包括至少一个处理器 510, 例如 CPU, 至少一个端 口 520,

存储 器 530, 和至少一个通信 总线 540 。通信 总线 540 用于实现这些装置之

间的连接通信 。处理器 510 用于执行存储 器 530 中存储 的可执行模 块 ，例如

计算机程序 ；用户设备可选 的 包含用户接 口 550, 包括但 不限于显示器，键



盘和点击设备 ，例如鼠标、轨迹球 （trackball ) 、触感板或者触感显示屏。

存储器 530 可能包含高速 RAM 存储器，也可能还包括非易失性存储器

( non- volatile memory ) , 例如至少一个磁盘存储器。通过至少一个端 口 520

实现该用户设备与至少一个网络设备的通信连接。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存储器 530 存储 了如下的元素，可执行模块或者数

据结构，或者他们的子集，或者他们的扩展集：

操作系统 532, 包含各种 系统程序，用于实现各种基础业务以及处理基

于硬件的任务；

应用模块 534, 包含各种应用程序，用于实现各种应用业务。

应用模块 534 中包括但不限于接收单元 （310 ) 、获取单元 （320 ) 、确

定单元 ( 330 ) 。

应用模块 532 中各单元的具体实现参见图 3 所示实施例中的相应单元，

在此不赘述。

图 6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网络设备的结构示意图。如图所示，网

络设备 600 —般包括至少一个处理器 610, 例如 CPU, 至少一个端口 620,

存储器 630, 和至少一个通信总线 640。通信总线 640 用于实现这些装置之

计算机程序；用户设备可选的包含用户接 口 650, 包括但不限于显示器，键

盘和点击设备 ，例如鼠标、轨迹球 （trackball ) 、触感板或者触感显示屏。

存储器 630 可能包含高速 RAM 存储器，也可能还包括非易失性存储器

( non- volatile memory ) , 例如至少一个磁盘存 者々器。通过至少一个端 口 620

实现该网络设备与至少一个用户设备的通信连接。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存储器 630 存储 了如下的元素，可执行模块或者数

据结构，或者他们的子集，或者他们的扩展集：

操作系统 632, 包含各种 系统程序，用于实现各种基础业务以及处理基

于硬件的任务；

应用模块 634, 包含各种应用程序，用于实现各种应用业务。

应用模块 634 中包括但不限于发送单元 （410 ) 、处理单元 （420 ) 。

应用模块 632 中各单元的具体实现参见图 4 所示实施例中的相应单元，

在此不赘述。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意识到，结合本文中所公开的实施例描述的各



示例的单元及算法步骤，能够以电子硬件、或者计算机软件和电子硬件的结

合来实现。这些功能究竟以硬件还是软件方式来执行，取决于技术方案的特

定应用和设计约束条件。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对每个特定的应用来使用不同方

法来实现所描述的功能，但是这种实现不应认为超 出本发明的范围。

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为描述的方便和筒洁，上述描

述的系统、装置和单元的具体工作过程，可以参考前述方法实施例中的对应

过程，在此不再赘述。

在本申请所提供的几个实施例中，应该理解到，所揭露的系统、装置和

方法，可以通过其它的方式实现。例如，以上所描述的装置实施例仅仅是示

意性的，例如，所述单元的划分，仅仅为一种逻辑功能划分，实际实现时可

以有另外的划分方式，例如多个单元或组件可以结合或者可以集成到另一个

系统，或一些特征可以忽略，或不执行。另一点，所显示或讨论的相互之间

的耦合或直接耦合或通信连接可以是通过一些接 口，装置或单元的间接耦合

或通信连接，可以是电性，机械或其它的形式。

所述作为分离部件说明的单元 可 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上分开的，作

为单元显示的部件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单元，即可以位于一个地方，

或者也可以分布到多个网络单元上。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部分或

者全部单元来实现本实施例方案的目的。

另外，在本发明各个实施例中的各功能单元可以集成在一个处理单元

中，也可以是各个单元单独物理存在，也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元集成在一

个单元中。

所述功能如果以软件功能单元的形式实现并作为独立的产品销售或使

用时，可以存储在一个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中。基于这样的理解，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本质上或者说对现有技术做 出贡献的部分或者该技术方案的部

分可 以 以软件产品的形式体现出来，该计算机软件产品存储在一个存储介质

中，包括若干指令用以使得一台计算机设备 （可以是个人计算机，服务器，

或者网络设备等 ）执行本发明各个实施例所述方法的全部或部分步骤。而前

述的存储介质 包括：U 盘、移动硬盘 、只读存储器（ROM ,Read-Only Memory )、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 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

以存储程序代码的介质。

以上 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本发 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 易

想到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因此 ，本发 明的保护

范围应所述以权利要 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权利要 求

1. 一种 下行传输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接收 网络设备发送的至少两个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

根据所述至少两个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获取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

接收所述 网络设备发送的控制信令 ，其 中所述控制信令携带用于指示用

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

从所述至少两个信道统计信 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带的所述指

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对应 的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

2.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从所述至少两个信

道统计信 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带的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

的信 息对应 的信道统计信 息之前 ，所述方法 包括：

获取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 号的信 息与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的对应

关系；

所述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带的所

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对应 的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具体 包括：

根据所述对应 关系，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

信令 中携 带的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 号的信 息对应 的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

3. 如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根据所述至少两个用于测量 的参考信 号获取 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包括：

接收 网络设备发送的第一信令 ，其 中所述第一信令携带第一指示信 息，

所述第一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用户设备 UE 根据全部或者部分所述用于测量的

参考信号获取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

4. 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用于获取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所使用

的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的数 目。

5. 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通过信号标识来编号 ，所述第一信令携带第二

指示信 息，所述第二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信号标识 ，用于指示所述 UE 根据所

述第二指示信 息中的所述信 号标识对应 的所述用于测量 的参考信 号来获取



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

6.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获取所述用于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 号的信 息与所述用于测量 的

参考信号的对应 关系，包括：

接收所述 网络设备发送的第二信令 ，其 中所述第二信令携带用于指示所

述对应 关系的信 息。

7.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获取所述用于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 号的信 息与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的对应 关系，包括 ：

获取预设在 UE 中的所述用于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与所述信

道统计信 息的对应 关系。

8. 如权利要求 1 至 5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 带的

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对应 的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之前 ，所述方

法还 包括：

接收 网络设备发送的第三信令 ，其 中所述第三信令 包括使 能指示信 息，

其 中所述使 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中，

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 带的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对应 的

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

9. 如权利要求 1 至 8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 包括信道状态信 息参考信号 CSI-RS 或者公共

参考信号 CRS 。

10. 如权利要求 1 至 9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 包括解调参考信号 DMRS 或者公共参考信号

CRS 。

11. 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用于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包括生成 DMRS 所使用的序

列的初始化值或者确定所述初始化值 的参数 。

12. 如权利要求 1 至 11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信道统

计信 息包括下列至少一项：信道的时延扩展信 息、多普勒扩展信 息、定时偏

差信 息、频率偏差信 息、信干噪比信 息、干扰协方差信 息和功率语信 息。



13. 一种 下行传输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 包括 ：

向用户设备 UE 发送至少两个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 ，以便 所述 UE 根据

所述至少两个用于测量 的参考信号获取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

向所述 UE 发 送控制信令 ，其 中所述控制信令携 带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

信号的信 息，其 中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从

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 带的所述指示用于

解调 的参考信 号的信 息对应 的一组信道统计信 息。

14. 如权利要 求 13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

在所述向所述 UE 发 送控制信令之前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向所述 UE 发 送第一信令 ，其 中所述第一信令携 带第一指示信 息，所述

第一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根据全部或者部分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 号

获取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 息。

15. 如权利要 求 14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

所述第一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用于获取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所使用

的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的数 目。

16. 如权利要 求 14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

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 号通过信号标识来编号 ，所述第一信令携 带第二

指示信 息，所述第二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信 号标识 ，用于指示所述 UE 根据所

述第二指 示信 息 中的所述信 号标识对应 的所述用 于测量 的参考信 号来获取

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

17. 如权利要 求 13 或 14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向所述 UE 发 送第二信令 ，其 中所述第二信令携 带第三信 息，所述第三

信 息用于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与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的对应 关系。

18. 如权利要 求 17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

在所述向所述 UE 发 送第二信令之前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向所述 UE 发 送第三信令 ，其 中所述第三信令 包括使 能指示信 息，其 中

所述使 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UE 接 收所述第二信令并根据所述第二信令

携 带的第三信 息来获取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

19. 如权利要 求 13 至 18 任一项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

所述用于测量的参考信 号 包括信道状 态信 息参考信号 CSI-RS 或者公共

参考信号 CRS。



20. 如权利要求 13 至 19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用于解调的参考信号包括解调参考信号 DMRS 或者公共参考信号

CRS。
21. 如权利要求 2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指示用于解调的参考信号的信息包括生成 DMRS 所使用的序列的

初始化值或者确定所述初始化值的参数。

22. 如权利要求 13 至 2 1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信道统

计信息包括下列至少一项：信道的时延扩展信息、多普勒扩展信息、定时偏

差信息、频率偏差信息、信干噪比信息、干扰协方差信息和功率语信息。

23. 一种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设备 包括：

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网络设备发送的至少两个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

获取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至少两个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获取至少两组信

道统计信息；

所述接收单元还用于接收所述 网络设备发送的控制信令 ，其中所述控制

信令携带用于指示用于解调的参考信号的信息；

确定单元 ，用于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带的所述指示用于解调的参考信号的信息对应的一组信道统计信息。

24. 如权利要求 20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获取单元还用于获取所述指示用于解调 的参考信号的信 息与所述

信道统计信息的对应关系，

所述确定单元还用于根据所述对应关系，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息

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携带的所述指示用于解调的参考信号的信息对应

的一组信道统计信息。

25. 一种 网络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 网络设备 包括：

发送单元，用于向用户设备 UE 发送至少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以便所

述 UE 根据所述至少两个用于测量的参考信号获取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息；

所述发送单元还用于向所述 UE 发送控制信令 ，其中所述控制信令携带

指示用于解调的参考信号的信息，其中所述指示用于解调的参考信号的信息

用于指示所述 UE 从所述至少两组信道统计信息中，确定与所述控制信令 中

携带的所述指示用于解调的参考信号的信息对应的一组信道统计信息；

处理单元 ，用于确定指示用于解调的参考信号的信息与所述信道统计信



息的对应 关系，

所述发送单元还用于向所述 UE 发送第二信令 ，其 中所述第二信令携 带

第三信 息，所述第三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用于解调的参考信号的信息与所述信

道统计信息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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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涉及口头公开、使用、展览或其他方式公开的文件 要求保护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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